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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2】1. A 公司之支出有如下：研究電腦軟體的支出、研究專利權的支出、向外取得客戶名單、向外購入專利權、向外購入
著作權。請問 A公司應作為當期費用者計有幾項？ 
一項 二項 三項 四項 

【1】2.丙公司於 7 月 31 日為客戶車輛完成維修服務並於當天取車，客戶於 8 月 1 日郵寄支票與丙公司，丙公司於 8 月 5
日收到此支票，8月 6日支票兌現，請問丙公司應於何時認列收入？ 
 7 月 31日  8月 1日  8月 5日  8月 6日 

【1】3.丁公司之存貨會計系統採取永續盤存制。假設購入商品之退回於折扣期間到期前發生，而商品貨款於折扣期間內即
付清。今有發票號碼 BT12345678之訊息：發票金額$18,600，目的地交貨(FOB destination)，運費$1,500，信用條款 2/15, 
n/30，及商品之退回與折讓$1,500。請問該發票應記錄於存貨會計科目之金額為何？ 
 $16,758  $18,228  $18,600  $19,698 

【1】4.完成銀行存款調節表後，下列哪一項事項不須作調整分錄？ 
未兌現支票  存款不足支票  
銀行代收票據  銀行印製支票費用 

【4】5. W 公司於×7 年 3 月 1 日購買一部機器，成本為$7,000，耐用年數 5 年，殘值$700，採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該機
器於×9年 12月 31日帳面金額為多少？ 
 $1,400  $1,630  $1,960  $2,170 

【2】6.當公司宣告分配股票股利給投資人時，對於財務報表之影響為何？ 
保留盈餘減少，負債增加  保留盈餘減少，負債不變  
保留盈餘不變，負債增加  保留盈餘不變，負債不變 

【2】7.公司發放現金股利給股東時，有三個日期相當重要：宣告日、除息日與付息日，其中哪一個日期公司不用作分錄？ 
宣告日 除息日 付息日 都要作分錄 

【2】8.已知公司股價每股 $45，每股股利 $3，每股帳面金額 $36，每股盈餘 $5，請問公司的本益比為何？ 
 7.2 倍  9倍  12倍  15倍 

【1】9.某甲為虛應其就讀國一女兒買房之要求，簽具一張 100萬元支票予其收執，孰知其女兒即於該票據背面簽名，併交
付某一建商做為購房訂金；基上，就該票據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女兒簽名，並不影響某甲之簽名，建商仍可依票據關係向某甲主張 
某甲非基於真意而發票，且女兒為限制行為人，故票據無效 
女兒為限制行為人，其簽名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導致票據無效 
女兒為限制行為人，其簽名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建商僅得向某甲的女兒主張票據權利 

【1】10.甲向銀行提示三張票據，三張票據皆經發票人塗改並蓋章，第一張塗改日期，第二張塗改金額，第三張塗改日期及
金額，則銀行可受理之票據為何？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皆可受理 

【1】11.同一張票據上，有二人以上為保證，且未敘明保證範圍時，則其保證責任為何？ 
均應連帶負責 二人平均負責 由執票人決定 由發票人決定 

【2】12.依票據法規定，匯票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幾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一日內 二日內 三日內 四日內 

【4】13.執票人不得請求下列哪一單位作成拒絕證書？ 
拒絕付款地之法院公證處  拒絕承兌地之商會  
拒絕承兌地之銀行公會  拒絕承兌地之地方政府 

【2】14.支票之付款人，以票據法所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業者為限，其所指金融金融機構不包括下
列何者？ 
信用合作社 票劵公司 農會 漁會 

【1】15.依票據法規定，支票發票地在國外，付款地在國內者，其提示付款期限為何？ 
發票日後二個月內 發票日後三個月內 見票後二個月內 見票後一個月內 

【1】16.依票據法規定，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之通知。但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幾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
公示催告之證明？ 
五日內 十日內 十五日內 二十日內 

【2】17.各銀行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其類別，就銀行法所定之範圍內分別核定，並於營業執照上載明之。
其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須經下列哪一政府機關之許可？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央銀行 財政部 經濟部 

【2】18.銀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入者，稱為： 
保證 貼現 透支 應收帳款承購 

【1】19.下列何者為銀行法所稱之銀行？ 
專業銀行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融資性租賃公司 第三方支付業者 

【2】20.有關銀行法同一關係人範圍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企業 
同一法人與其董事長、總經理，及該董事長、總經理之配偶與三親等以內血親 
同一法人及其董事長、總經理，及該董事長、總經理之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
資本額合計超過四分之一之企業，或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 

【2】21.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其持有實收資本總額達多少百分比以上之企業，或本行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
本行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1】22.依銀行法規定，為促使銀行對其資產保持適當之流動性，中央銀行經洽商中央主管機關後，得隨時就銀行下述何種
項目之比率，規定其最低標準？ 
流動資產與各項負債  固定資產與各項負債 
長期投資與各項負債  總資產與各項負債 

【2】23.銀行資本等級，依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劃分為資本適足、資本不足、資本顯著不足、資本嚴重不足四個
等級。其所稱資本嚴重不足，指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低於多少百分比？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3】24.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應保守秘密，惟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
累計轉銷呆帳超過多少金額，得不受上揭規定之限制？ 
三千萬元 四千萬元 五千萬元 一億元 

【2】25.買方須向代收銀行將賣方所開出之貨款或票款繳清後，代收銀行才可交付商業單據給進口商提貨，此種託收方式簡
稱為： 
光票託收 付款交單 承兌交單 記帳付款 

【4】26.下列哪個境外金融中心僅是記帳中心而無實際營運？ 
台北 新加坡 東京 巴拿馬 

【2】27.有倒帳風險債券和無風險的債券的利率差距稱為：  
倒帳貼水 風險貼水 風險利潤 流動貼水 

【3】28.下列何者會產生國際收支的收入？ 
台塑企業赴美國投資設廠  國人到日本觀光旅遊 
李先生收到美股的投資收益 張小姐買美國債券期貨 

【1】29.請依下列報價資料，計算日幣對新台幣之買入及賣出匯率？ 
  USD1.00 ＝ TWD31.05/45 ， USD1.00 ＝ JPY115.00/50 
 0.2688/0.2735   0.2735/0.2688 
 26.88/27.35   27.35/26.88 

【3】30.若股市中發生“想買買不到，想賣賣不掉”的情況時，是屬於下列何種風險？ 
代理風險 信用風險 流動性風險 操作風險 

【1】31.美元／新台幣即期匯率為 30.50，美元三個月期利率為 1%，新台幣三個月期利率為 0.60%，請問美元／新台幣三個
月期換匯點數約為多少？ 
 -0.03  0.03  -0.05  0.05 

【3】32.有關歐式選擇權和美式選擇權之差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歐式選擇權可以提前履約   
美式選擇權的價格一定大於歐式選擇權的價格 
美式選擇權可以提前履約   
歐式選擇權的價格一定大於美式選擇權的價格 

【1】33. A 公司以 2.50%之利率籌措美元資金，但如果籌措歐元資金可能要 3.50%；另 B公司以 2.75%之利率籌措歐元資金，
但如果籌措美元資金可能要 3.00%。今 A公司以 2.50%籌得美元交換給 B 公司，B 公司以 2.75%籌得歐元交換給 A 公司，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司節省歐元利率 0.75%  A 公司節省美元利率 0.75% 
 B 公司節省歐元利率 0.75%  B 公司節省美元利率 0.75% 

【2】34.某進口商預期一個月後會將支付一筆 100萬美元之進口貨款，預期未來美元可能會升值，新台幣可能會貶值。如果
該公司選擇以選擇權來避險，請問公司應選擇何種選擇權策略？ 
買入一個月期美元賣權／新台幣買權(USD PUT/TWD CALL) 
買入一個月期美元買權／新台幣賣權(USD CALL/TWD PUT) 
賣出三個月期美元賣權／新台幣買權(USD PUT/TWD CALL) 
買入三個月期美元賣權／新台幣買權(USD PUT/TWD CALL) 

【4】35. A 銀行與 B銀行達成一宗換匯交易，A銀行以台幣兌美元之即期匯率 31.50向 B銀行借入美元，並以 3個月遠期匯
率 31.80 償還，請問 A銀行借入美元的換匯匯率為多少？ 
 0.94%  0.95%  3.77%  3.81% 

【2】36.下列何者將造成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理論間的偏離擴大？ 
運輸成本降低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兩國消費型態趨於相同  短時間內價格不僵固 

【3】37.某甲認為美聯儲會將持續升息，下列何種策略是他最不可能採取的？ 
買入美元／新台幣三個月遠期外匯 賣出三個月期新台幣買權美元賣權 
買入三十年期美國公債  直接買美元 

【2】38.過去一年半人民幣持續貶值，當市場對於人民幣貶值預期心裡大增的情況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境外人民幣計價債券上漲  境外美元兌人民幣遠期外匯價格上揚 
中國境內公司傾向發行美元債券 中國外匯存底增加 



【1】39.某甲認為美元／新台幣匯率在未來一年會有大幅波動，但方向不確定，以下何種交易策略最為適合？ 
買入美元／新台幣買權、買入美元／新台幣賣權  
賣出美元／新台幣買權、買入美元／新台幣賣權 
買入美元／新台幣買權、賣出美元／新台幣賣權  
賣出美元／新台幣買權、賣出美元／新台幣賣權 

【3】40.下列選擇權交易策略中，哪個可能從隱含波動率上升中獲利？ 
買進現貨與賣出買權  賣出期貨與賣出賣權  
買進買權與買進賣權  買進現貨與買進賣權 

【1】41.川普上台後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之國際協定為： 
 TPP  APEC  GATT  FATCA 

【1】42.下列有關 LIBOR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全名為”Luxembourg Interbank Offered Rate” 
主要目的在反應各大型金融機構的借貸成本 
目前提供的貨幣利率有美元、日圓、英鎊、歐元與瑞士法郎 
已成為全球貸款方及債券發行人的普遍參考利率，是目前國際間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市場利率基準 

【2】43.某銀行美元／新台幣匯率掛牌為 30.78/30.88，客戶出口押匯，分行給予 2分優惠，請問此分行對客戶報價應為： 
 30.76   30.80  30.85  30.86  

【4】44.某客戶欲償還外幣貸款美元十萬元整，營業單位向交易員詢價取得成本匯率雙向報價為 30.485/30.495，營業單位如
欲賺取新台幣 2,000利潤，請問報價應為： 
 30.465  30.475  30.505  30.515 

【3】45.有關遠期外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遠期外匯價格為即期價格加上換匯點數 
通常由於兩貨幣之間不同的利率而造成遠匯及現貨價格之間的差異 
升水代表市場預期被報價幣未來將升值，貼水則代表貶值 
通常遠期的價格不直接報價(Outright)而以升水(Premium)或貼水(Discount)來表示 

【2】46. GBP 為何種貨幣之 SWIFT 編碼？ 
希臘幣 英鎊 阿拉伯幣 挪威幣 

【3】47.美元／新台幣即期價格為 30.83，一個月期換匯點數為-0.03，美元／日圓即期價格為 108.03，一個月期換匯點數為
-0.03，請問日圓／新臺幣一個月期遠期外匯匯率應為多少？ 
 0.2856  0.2854  0.2852  0.2850 

【1】48.某交易員操作美元／日圓，稍早以匯率 112.58賣出 USD1,000,000兌日圓，再以 110.50買入 USD1,000,000，此操作
的損益為何？ 
獲利 JPY2,080,000 損失 JPY2,080,000 獲利 USD167.20 損失 USD167.20 

【4】49.下列何者非影響外幣選擇權價格的因素？ 
履約價格 波動率(volatility) 即期價格 物價指數 

【4】50. A公司與銀行承做三年期新台幣利率交換(IRS)金額為新台幣一億，A公司付固定利率 2%，收浮動利率 TAIBOR 三
個月，A公司於期初應收付的本金為： 
收新台幣一億元  付新台幣 500,000元 
收付金額應視 TAIBOR三個月定價利率而定 無需收付任何金額 

【1】51.下列何種因素會造成外匯存底增加？ 
外資流入  對外貿易逆差 
央行外匯存底孳息減少  央行所持有之外匯存底幣別貶值 

【4】52.中央銀行為維持新台幣匯率之穩定而進入市場買入美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央行可能發行新台幣定期存單以回收資金 央行可能升息以對抗通貨膨脹 
央行可能進行口頭勸說  使新台幣貨幣供給減少 

【3】53.甲公司是台北地區的出口商，打算以航空的運送方式外銷一批貨物到美國紐約，依據 2010 版國貿條規，該出口商
適合採用下列何種貿易條件？ 
 CFR  FOB  DAP  FAS 

【3】54.台灣進口鮮蘋果，徵進口關稅 20%，不適用於鮮蘋果來自下列哪個產地國？ 
日本 智利 紐西蘭 美國 

【1】55. MAWB係指下列何者？ 
航空主提單 海運貨櫃提單 承攬人運送證明 大副簽收單 

【2】56.從事間接貿易，中間商不願國外買主與製造商直接接觸，而將國外買主開來的 L/C 持往其往來銀行，申請另外再開
一張 L/C 給製造商，這另外再開之信用狀，一般稱為： 
 Master L/C  Back-to-Back L/C  Confirmed L/C  Usance L/C 

【4】57.以 D/P 作為付款方式時，出口商係委託下列哪一個銀行收取貨款？ 
押匯銀行 開狀銀行 通知銀行 託收銀行 

【3】58.依據 UCP600 第 28條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單據必須表明保險金額  
保險單據的幣別，必須與信用狀同一貨幣 
保單已表明承保範圍自「倉庫至倉庫」生效，則保險單據日期得遲於裝運日期 
若保險單據表明簽發之正本超過一份時，所有正本均須提示 

【4】59.有關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CCC Code)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的進口稅則採用 HS系統 前 6碼與 HS相同 
前 8碼稱為稅則號別  包括檢查號碼共 10碼 

【2】60.信用狀要求提示 B/L時，其 Notify Party，通常為下列何者？ 
押匯銀行 開狀申請人 通知銀行 受益人 
 

【3】61.付款方式為信用狀(L/C)時，進口商辦理進口開狀時，須至下列何者辦理？ 
 Negotiating Bank   Advising Bank 
 Issuing Bank   Collecting Bank   

【3】62.以信用狀(L/C)付款時，依 ISBP745和 UCP600 規定，有關信用狀使用所須提示匯票(Draft)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匯票由信用狀受益人簽發 
如匯票上資料之更改係屬不允許者，開狀銀行應於信用狀中，載明妥適之規定 
匯票付款人通常為信用狀申請人 
匯票之幣別應與信用狀之幣別相符 

【1】63.依據 UCP600 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信用狀與買賣契約之關係為相互獨立 
一信用狀修改書，容許只接受前兩項修改信用狀之有效日期延長和最遲裝運日期延長，但拒絕接受第三項修改信用狀
之金額減少 

信用狀未表明可撤銷或不可撤銷則視為可撤銷 
以貨物品質不良之理由，開狀銀行可以拒付款 

【3】64.依 Incoterms 2010之規定，台灣出口商打算向美國客戶報價時，其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FCA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B Taichung 
 CFR Keelung   DAP New York 

【4】65.台灣廠商所從事的 OEM交易，是屬於： 
原廠委託設計和製造  轉口貿易  
三角貿易  原廠委託製造 

【2】66.依 Incoterms 2010之規定，以 CIP 條件交易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賣方必須洽訂艙位並支付將貨物運送至指定目的地之運送費用 
貨物到達目的地時，賣方即履行其交貨的義務 
賣方投保貨物運輸保險並支付保險費 
賣方必須辦理出口報關手續 

【1】67.依 Incoterms 2010之規定，賣方應負擔輸入時應支付進口關稅，任何加值稅或其他稅捐之貿易條件，係指：  
 DDP  DAP  CIF  DAT 

【1】68.對於國際貿易所發生的糾紛，使用仲裁的方式來處理，通常規定於貿易契約中之： 
 Arbitration Clause   Proper Law Clause 
 Claim Clause   Force Majeure Clause 

【2】69.國際貿易實務計算海運費經常用 CBM，1 CBM約為： 
 35.315 立方吋   35.315 立方呎  
 35.315 立方公分   35.315 立方公尺 

【4】70.國際貿易之報價人若為避免因為出口價格構成因素的波動而可能遭受風險時，其應以下列何種方式報價較妥？ 
 We offer subject to prior sale 
 We offer firmly that price will not change anyway 
 We offer subject to buyer’s approval 
 We offer subject to our final confirmation 

【4】71.付款方式為信用狀(L/C)時，依 UCP600及 ISBP745，有關發票(Invoice)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發票應由受益人簽發（第 38條所規定者除外） 
若信用狀要求提示發票，而未進一步說明時，則提示領事發票是符合要求 
發票應表明所裝運或交付貨物之價值 
發票須簽署或加註日期 

【3】72.進口貨物，海關須查驗貨物和審核書面文件之通關方式為： 
 C1  C2  C3  C4 

【2】73.當信用狀上規定 B/L須註明“Freight Collect”時，是屬於信用狀內容的哪一項？ 
裝運條件 運費條款  付款條件  保險條款 

【1】74. Siberian Landbridge屬於： 
 Land Bridge System   Mini Land Bridge System  
 Macro Bridge System   Micro Bridge System  

【1】75. 10TEU表示： 
 10 個 20呎貨櫃    10 個 30呎貨櫃  
 10 個 40呎貨櫃   10 個 50呎貨櫃 

【3】76.當信用狀上載明 44T: NOT ALLOWED是指： 
不准併櫃 不准分批裝運 不准轉運 不可轉讓  

【4】77.有關可轉讓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只能轉讓一次，且不得轉回第一受益人 
只能全部而非部分轉讓給另一受益人 
開狀銀行不得為轉讓銀行  
信用狀敘明「可轉讓(transferable)」，始可轉讓 

【4】78. D/A的付款方式若發生進口商不承兌或不付款，其風險由下列何者承擔？ 
託收銀行  代收銀行   
提示銀行  出口商 

【1】79.下列何者為 UCP600 所定義之運送單據？ 
航空運送單據   送貨單  
貨物收據  承攬人收貨證明 

【3】80.下列何者為「報關行」扮演的角色？ 
報價 償付押匯款項 傳送出口報單 通知信用狀   


